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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4                               证券简称：*ST 龙力                        公告编号：2020-019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刘伯哲 董事 
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

数据真实性 

王奎旗 董事 
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

数据真实性 

聂伟才 独立董事 
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

数据真实性 

倪浩嫣 独立董事 
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

数据真实性 

逄曙光 独立董事 
2019 年 6 月 27 日被选举为独立董事，无法判

断 2019 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荣辉 监事 
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

数据真实性 

声明 

董事刘伯哲、王奎旗、倪浩嫣、聂伟才及监事荣辉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数据真实性；独立董事逄曙

光认为： 2019 年 6 月 27 日被选举为独立董事，无法判断 2019 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上述人员无法保证 2019 年

年度报告中财务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

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龙力 股票代码 0026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少德 于彦琪 

办公地址 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话 0534-8103166 0534-810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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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llgf@longlive.cn llgf@longliv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大健康产业 

以玉米芯、玉米为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生产功能糖、淀粉及淀粉糖等产品，并循环利用功能糖生产中产生的玉

米芯废渣生产第2代燃料乙醇等新能源产品。按照原料来源及工艺流程可将公司现有产品分为三大类别：（1）以玉米芯为原

料，第一步，利用玉米芯秸秆中的半纤维素成分，通过现代生化技术制备低聚木糖、木糖、木糖醇、阿拉伯糖等功能糖产品；

第二步，利用功能糖生产中产生的玉米芯废渣，采用先进的酶解技术进一步制造第2代燃料乙醇（纤维素乙醇）等新能源产

品；第三步，对生产纤维素乙醇后的玉米芯废渣进行第三次开发，提取其中的木质素成分，生产新型绿色高分子材料木质素。

（2）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玉米淀粉，或进一步加工生产结晶葡萄糖、高麦芽糖浆等淀粉糖产品。（3）以玉米秸杆为原料，

公司致力进行生物质综合利用。 

（二）互联网产业 

（1）新媒体：以直播为基石，以新媒体为核心业务，以职业电竞为延伸方向、以电商为未来重点。在直播、短视频领

域已打造数位千万级达人，数十位百万级达人、营销账号。拥有完善的运营思路及大量粉丝。（2）数字发行：以移动运营商

为核心渠道，专注于数字内容发行，产品线主要包括手机游戏、文字阅读、动漫、短信、IVR等产品的发行推广和运营维护

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19,486,383.05 855,665,279.85 -62.66% 1,965,878,82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2,061,893.29 -2,805,487,818.18 -71.05% -3,483,328,9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9,815,582.73 -1,379,602,413.90 -42.75% -1,179,929,428.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702,060.65 255,595,082.86 -68.82% -250,347,60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5 -4.68 -70.94% -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5 -4.68 -70.94% -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9% 156.51% -134.22% -266.4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25,287,129.48 1,493,190,539.62 -24.64% 4,052,687,87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48,429,166.94 -3,236,367,273.65 25.09% -348,656,489.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2,592,531.97 104,171,755.20 106,145,911.78 6,576,18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6,524,053.90 -126,748,656.73 -98,079,378.68 -490,709,80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509,812.11 -130,629,940.20 -96,337,929.67 -466,337,90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7,979,860.58 38,924,116.96 -11,659,019.61 60,416,8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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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8,42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8,42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程少博 
境内自然

人 
17.41% 104,376,767 82,750,451 

质押 104,370,451 

冻结 104,376,767 

山东省高新

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4% 60,787,219 0   

黄小榕 
境内自然

人 
2.95% 17,709,923 0   

盛勇 
境内自然

人 
1.54% 9,223,918 0   

杨锋 
境内自然

人 
1.18% 7,084,023 0   

张冬 
境内自然

人 
0.51% 3,056,743 0   

冯昆明 
境内自然

人 
0.43% 2,559,893 0   

马南杰 
境内自然

人 
0.42% 2,503,743 0   

郑文涌 
境内自然

人 
0.40% 2,400,067 0   

曹星 
境内自然

人 
0.40% 2,374,22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股东张冬和股东曹星为夫妻关系，属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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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和金融格局在形成过程中增加了发展的不确定性。公司债务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市场销售竞争愈加激烈，

经营管理受到较大影响。但在全体干部员工的努力下，各项工作仍取得一定的进展和成效： 

1、困境中积极奋进喜获多项荣誉；2、营销克服困难保证市场占有率；3、生产调动全公司优势力量满足低聚木糖市场

需求；4、持续开展降本增效取得阶段性成绩；5、技术研发持续创新为市场发展奠定坚实基础；6、积极践行感恩文化最大

限度解决职工困难。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功能糖 117,854,049.12 28,022,985.02 23.78% -63.56% -71.69% -22.32% 

淀粉及淀粉糖 56,686,207.93 2,381,965.16 4.20% -59.56% -159.25% -246.41% 

数字营销 23,911,145.37 17,720,140.70 74.11% -89.73% -57.08% 317.75% 

数字发行 63,940,539.10 -1,431,880.09 -2.24% -44.05% -106.54% -111.6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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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因2017年、2018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且两个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被暂停上市。根据公司2020年4月29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审计报告》，公司2019年度期末经审计净资

产为负值，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4.4.1及14.4.4条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将在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2.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如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可能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

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

年年末余额0.00元，“应收账款”上年年

末余额180,343,399.99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

年年末余额0.00元，“应付账款”上年年

末余额115.221.765.73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0.00元，“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42,269,901.12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0.00元，“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75,847,106.87元。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

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

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

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

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1,812,500.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812,500.00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1,812,500.00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812,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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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后

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

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

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

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无需要披露的主要会计估计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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